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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袋」惹祝融 小姊妹命危
疑通宵叉電肇禍 黑煙捲半空罩多伙 12 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
杜法祖）又是電子產品通宵充電
惹禍？天水圍天逸邨一單位昨晨
發生火警，大煙大火導致單位男
女戶主及一對兒子受困，多名鄰
居及樓上住客亦被煙火所困，消
防員到場灌救約 1 小時將火救熄，
其間救出 6 名被困住客，疏散近
150 名居民，當中 12 人因燒傷或
吸入濃煙不適，分送 4 間醫院救

■一名面部熏黑女子送院救治。

治，其中 5 人命危或嚴重，包括一
對分別為 10 歲及 12 歲的姊妹。肇

■起火單位嚴重焚毀。

事單位嚴重焚毀，暫不排除火警

天逸邨火警 12 名傷者情況

是有電子產品通宵充電所致，消
防處正循多方面調查肇因。
場天水圍天逸邨逸池樓 2 樓一個間
有3房1廳的單位，據悉單位戶主從
事裝修，女戶主是家庭主婦，夫婦育有一
對分別20歲及11歲的兒子。

現

走廊濃煙充斥難逃生
火警中釀成 4 男 8 女（5 歲至 65 歲）
受傷，包括 4 名小童，起火單位一家四
口亦全部受傷，其中面部燒傷的呂姓、
49 歲男戶主要由屯門醫院轉送沙田威爾
斯醫院留醫，一度危殆，至晚上轉為情
況穩定；另外鄰居一對分別 10 歲及 12
歲的嚴姓姊妹疑吸入過量濃煙，同在屯
門醫院留醫，情況危殆；兩名分別 38 歲
及 44 歲女子，亦疑吸入過量濃煙留醫，
情況嚴重；其餘 3 男 4 女分別情況穩定
及滿意。據了解，傷者中有 7 人來自起
火的樓層單位，其餘為不同樓層的住
客，他們主要是吸入濃煙不適。
事發於昨晨 7 時 10 分，上址單位突然
冒出煙火，大量黑煙由窗口直捲半空，迅
速籠罩樓上多個單位，火警單位外的走廊
亦充斥濃煙，致不少住客無法逃生。其間
有住客更目睹起火單位內有女子在窗口大
叫救命。
消防處接獲多個火警及有人被困報
告，立即調派大批人員到場拯救，消防除
升起雲梯將被困住客由窗口救出外，由於
有不少傷者，遂在大廈對開空地鋪上帆

■消防開喉向二樓起火單位灌救。
網上截圖
布，設置臨時傷者分流區，其間共有 12
名男女住客分送天水圍醫院、博愛醫院、
屯門醫院及北區醫院救治。

疏散救出約百五住客
火警焚燒約一小時，至早上 8 時 12 分
救熄。流浮山消防局局長胡文韜表示，
起火單位面積約 4 米乘 11 米，初步相信
是其中一房間首先起火。他們接報後 3
分鐘到場，其間共出動 76 名消防員、9
輛消防車及 12 輛救護車參與救火，在起
火樓層共救出 6 名住客，協助大廈 39 人
到安全位置，另有約 100 人自行疏散。
火警中共 12 人燒傷或吸入濃煙不適須送
院。
現場消息指，火警疑因俗稱「尿袋」
的手機外置電源通宵充電，其間因過熱短
路而釀成火災。胡文韜指，由於肇事單位
嚴重焚毀，目前仍循多方面調查，暫未確
定肇因。

傷者

傷勢情況

留醫醫院

49歲呂姓男戶主

面部燒傷／危殆轉穩定

沙田威爾斯醫院

10歲嚴姓女童

吸入濃煙／危殆

屯門醫院

12歲嚴姓女童

吸入濃煙／危殆

屯門醫院

38歲洪姓女子

吸入濃煙／嚴重

北區醫院

44歲女子

吸入濃煙／嚴重

屯門醫院

※其餘3男4女傷者分別情況穩定及滿意
資料來源：警察公共關係科及政府新聞處 製表：杜法祖

專家：
「尿袋」
變色勿使用
一個夠用的就可以，最好不要長時間為電
器充電。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
程師盧覺強亦表示，如果要替電器充電，
最好在目視範圍內進行，若電器發生任何
變化，屋內各人亦能及時作出適當應變。
盧強調說：「最好不要通宵叉電，就算
初時只是星星之火，但各人睡着後可能不
察，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各人被煙火嗆
醒時可能已太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時下手提
電話等輕便電子產品十分普及，少不免要
經常充電，有人為求方便，會在入睡前通
宵為手機或俗稱「尿袋」的外置電源充
電，以便翌日使用。有專家提醒市民應避
免這樣做，即使一定要通宵充電，亦必須
先檢查電子產品有無異常，並遠離床鋪或
雜物等。

濃煙
「好嗆喉」
住戶睇唔到
「成個面都黑晒，睇

& 佢 （ 傷 勢 ） 都 幾 嚴
重……」住在起火樓層的林先生表示，

獲救女戶主是家庭主婦，3、4
年前才與
丈夫及一對兒子搬入居住。火警發生時
由於太大煙，他根本無法出走廊逃生，
惟有用濕毛巾楔住門罅，在屋內等候消
防救援，幸僅數分鐘已有消防員到場拍
門，並將他及同層其他街坊一起救離。
另一名住在 12 樓的周女士表示，事發
時正在樓下晨運，驚聞樓上有人喊：
「救命呀，同我救火救人呀！着火
呀！」她循聲望上去，赫見一名女子正
在客廳的窗邊呼救，屋內則不斷冒出濃
煙，遂立即通知保安員及報警。

抱子逃生 忙亂無穿鞋

盧覺強又提醒市民，購買手機電池或
「尿袋」應使用原廠或大廠品牌較有保
障，因為原廠或大廠品牌的產品質量有
保障，產品一般內置有高技術規格的斷
路保護裝置，確保電池或充電器在漏電
或過熱時自動切斷電源，避免發生火
警。

住在起火大廈 15 樓的郭太亦表示，發
現樓下有單位起火後，即與丈夫抱同兩
名分別 4 歲及 5 歲兒子沿樓梯逃生，惟沿
途已見很大煙「好嗆喉」，至 7 樓時濃
煙更「大到睇唔到」，遂與其他逃生街
坊轉往另一邊樓梯逃離大廈，詎料中途
又一度與丈夫失散，幸其後證實都已成
功脫險，事後發現兩名兒子都無穿鞋，
她遂將拖鞋讓給其中一名兒子穿。
另有逃出大廈的女街坊稱，被火警鐘
吵醒始知發生火警，忙與家人落樓逃
生，至樓下時已見到大批消防員、救護
員、及逃到樓下的居民，並有消防員架
起雲梯，由 2 樓一單位救出一名 6 歲至 7
歲的小童，場面驚險。 ■記者 杜法祖

網絡守法意識低 兩成青
「知法犯法」

狂徒汽油彈燒村屋
26 寵物龜生死未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科技發展迅
速，社交網絡及智能手機成青少年日常生
活的必需品。不過，有機構就香港青少年
的網上高危行為作調查。結果發現，青少
年對網上犯罪的意識不足，約兩成人稱會
照做網上不合法行為，認為被揭發的機會
很微，近半數人認為在網上自稱黑社會或
聲稱襲擊他人，無觸犯法例。有青少年因
不知網上的行為要負刑責，在網上販賣與
說明不符的門票而誤墮法網。

自以為難被揭發照做
香港遊樂場協會昨日發表「香港青少年
網上高危行為調查 2017」，以問卷訪問
725 名青少年，當中 671 人來自 8 間中學；
亦有 54 人正接受輔導服務。調查顯示，

20.3%受訪者早在幼稚園或以前已接觸互聯
網；98%的人擁有流動上網的智能電話；
受訪青年平均每天花 3.42 小時上網，可見
互聯網滲透青少年的生活。

「以為遭罵一下就了事」
調查指出，不少青少年有接觸網上的高
危行為，逾 4 成受訪者曾與網上不認識的
人交談或見面，3成多人曾以粗暴語言唾罵
他人。青少年亦對網絡罪行的意識不足，
45.8%的人認為未經他人同意，使用其帳戶
發電郵，將他人的色情相片或短片轉載，
以及在網上遊戲未經同意轉移其虛擬武
器，均不屬違法。然而，事實剛好相反。
18 歲的豆豆（化名）去年暑假與同學
在網上兜售演唱會門票及明星周邊產

警港鐵聯合演習 九龍站反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港鐵昨日凌晨與警方於九龍站舉
行聯合反恐演習，模擬警方收到
情報指車站將有襲擊事件發生。
港鐵職員即時提升車站保安，配
合警方行動疏散乘客。警隊facebook專頁發帖提及演習，透露行
動名為「醒獅」，出動反恐特勤
隊、西九龍衝鋒隊、西九龍機動
部隊、警犬隊、油尖警區及鐵路
警區。

警fb專頁上載影片相片

■港鐵昨日凌晨與警方於九龍站舉行聯合反恐演習。
香港警察facebook圖片

警方指，行動演習為了加強處理突發事件或
恐怖襲擊能力，更在facebook專頁上載影片及
多張演習相片。影片可見，有市民在港鐵站內
「被襲擊致傷」，其他乘客在港鐵廣播下疏
散，警方荷槍實彈接報到場，為「傷者」急救
及送離現場，最後制服藏在列車內的「匪
徒」。
警方表示，加強反恐工作是今年警務處

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儘管香港是非常
安全的城市，但警隊不能不做好反恐準
備。
港鐵指，每年均會與緊急服務部門進行
最少 12 次聯合演習，測試緊急應變程序，
以及確保設備和系統有效運作，更有助港鐵
進一步加強與政府部門溝通和合作，提升處
理突發事件能力。

忌長時間充電

原廠貨有保障

香港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系教授鄭家偉
表示，過往都曾發生過「尿袋」短路起火
爆炸事故，如果發現「尿袋」外殼有變
色、變形就要特別小心，最好不要再使
用。他又指現時市面上出售的「尿袋」電
容量愈來愈大，這類「尿袋」雖然可以幫
電話多充幾次電，惟萬一發生故障，風險
亦更大，故要懂得自我控制風險，建議買

品，訛稱能取得內部發售的前排門票，
吸引 60 多名顧客，收取款項共 13 萬元。
豆豆指，他們最後僅取得數張內部門
票，其餘以較後排、低價的門票取代，
顧客不滿報警處理，「起初沒想過會這
麼大件事，以為遭人罵一下就了事。」
她被警方以盜竊罪名接受警司警誡。她
提醒年輕人在網上購物應先觀看該網店
的評價與信譽。

涉網上犯罪警司警誡升四倍
香港遊樂場協會副總監溫立文表示，該
會接獲的警司警誡個案中，涉及網上犯罪
的罪行明顯上升，由 2014 年的 1.5%，急升
至今年的 7.41%。一些青少年可能觸犯法
律但不自知，且香港上網並沒有使用實名

■調查指兩成香港中學生認為在網上從事犯
法行為被揭發的機會微。
何寶儀 攝
制，形成假象，令青少年誤以為其網上行
為沒有人知曉，能避免責任。他建議，政
府須加強學校、家長對網絡使用安全及法
例的認識。

冒雨爬棚爆格「飛天蠄蟧」
跌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大
坑一幢搭有棚架維修的住宅大廈，前晚
遭「飛天蠄蟧」爬棚入屋爆竊，有外傭
返家撞破，疑人爬棚欲逃，卻疑因天雨
濕滑失手，直墮停車場地面喪命。警方
已列作爆竊及有人從高處墮下案跟進。
疑失足墮斃的「飛天蠄蟧」姓彭（55
歲），證實並非現場住客，警員在其墮
地現場檢獲一個袋，內有口罩、手套、
士巴拿、鐵鋸及螺絲批等懷疑爆竊工
具。警方正設法聯絡其家人了解背景。
案發現場為跑馬地大坑徑 8 號碧蘭
閣。現場消息稱，大廈上月開始進行外
牆維修，全幢大廈搭建有棚架及圍網。
前晚 10 時許，一名外籍女傭 Janice（32
歲）返回住宅，赫見屋內有一名陌生男
子正在搜掠，對方見事敗即從窗戶爬出
外牆，沿棚架攀爬失去影蹤，她立即報
警求助。
多名警員到場搜捕，其間有女住客
報稱，曾有人沿棚架爬至其單位，並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粉錦
公路內一幢疑有業權糾紛的村屋，昨晨兩度
遭人投擲燃燒彈縱火，燒毀屋內一批雜物，
幸當時屋內無人，未有人命傷亡，但屋內飼
養的約30隻龜只有4隻及時獲救，其他龜仍
待主人在廢堆中再尋找始知生死。警方翻看
附近天眼鎖定懷疑縱火疑人，已列作縱火案
追緝歸案，並追查背後動機。
縱火案現場為上水粉錦公路蕉徑老圍內
一幢兩層高村屋，村民稱它為「泰廬」，
據該屋陳姓住戶透露，租住上址已 20
年，目前正申請逆權侵佔，他表示，近日
曾有大漢為該屋業權事宜登門，未知縱火
事件是否與此有關。
事發於昨凌晨4時許，該兩層高村屋突冒
煙起火，並一度傳出爆炸聲。鄰居發覺報
警求助，消防趕至動用煙帽隊及開喉撲
救，約半小時將火警救熄，無人受傷，但
屋內飼養的 30 隻草龜、金錢龜及巴西龜
等，僅得4隻獲救。事後，消防員在單位附
近檢獲盛有易燃液體的玻璃瓶，懷疑村屋
遭擲汽油彈縱火，交警方列作「縱火案」
跟進。
警方翻看大宅及其他村屋的閉路電視，
發現曾有一輛銀色七人車在附近出現，隨
後即發生火警，另有住戶的「天眼」亦拍
攝到一名戴鴨舌帽男子，於村屋窗外先後
兩次擲汽油彈後逃離現場。警方正根據資
料調查。

■發生飛天蠄蟧墮樓的大坑徑豪宅外牆
搭有棚架及圍網。
劉友光 攝
圖撬窗而入，但發現屋內有人又逃去。
稍後，警員在大廈停車場發現一名男子
受傷昏迷倒臥地面，救護員到場將他送
院，搶救後終不治。
警方在該男子遺下的袋內，檢獲身
份證、口罩及一批懷疑爆竊工具。至
昨晨探員重返現場調查，在毗鄰山坡
上檢獲一捆麻繩，遂檢走待進一步調
查。

4月1日(第17/038期)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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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47,474,300
（1 注中）
二獎：$1,357,600
（2 注中）
三獎：$60,080
（120.5 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4月4日

